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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不仅严
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也剧烈冲击世界经济
发展。

随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升级疫情
防控举措，全球贸易往来滞塞不畅，经济下
行压力明显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预
测，全球经济 2020 年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衰退程度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环球同此凉热。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
参与者，企业经营者正面临严峻挑战。足迹
遍布五大洲的华商也不例外。

疫情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后，营商环境
不断恶化，让不少华商的行商之路变得晦暗
不明。

危机当前，华商没有失掉信心，更没有
坐以待毙。转危为机，他们应时而变、大胆
尝试、开拓创新，想出了不少新法子，趟出
了不少新路子。

采购+转产——填补防疫物资供应链缺

口。当疫情突袭中国，海外华商积极从全球
采购防疫物资，支援国内抗疫。随着中国复
工复产的马达加速运转，不少已回国投资创
业的华商纷纷转产防疫物资。中国抗疫取得
显著成效，华商功不可没。疫情在全球多点
暴发后，海内外华商克服重重困难，或直接
从中国采购防疫物资，或协助中国援助防疫
物资落地海外，驰援有需要的国家，填补全
球防疫物资供应链缺口。

坚守+服务——诚信经营助力住在国战
疫。疫情当前，不少海外华商在做好防护的
同时，不仅坚持开门营业，还努力提高服务

质量。不少中餐馆不仅为当地顾客提供外卖
送餐服务，还通过录视频的方式将食品制作
过程透明化；不少中医诊所不仅照常接诊，
还积极介绍中医防疫经验减少恐慌情绪；不
少华人开的超市、洗衣店和理发店等店铺坚
持疫情期间不打烊，以备人们不时之需……
诚信经营为华商赢得良好声誉。

线下+线上——科技引领经贸合作新潮
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开放
大门越开越大，新一代华商凭借自身良好素
质和已有的资金、技术等优势，逐渐涉足各
行各业。其中，高科技领域也不乏华商的身

影。阻击疫情，华商线下线上齐发力。在线
下，不少高科技领域的华商凭借专业优势，
各显神通，为战疫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产
品；在线上，借助信息技术优势，不少华商
将线下经贸洽谈搬到线上，远程签单，推进
合作，引领全球经贸合作新潮流。

疫情当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华商的
信心来自哪里？

——祖 （籍） 国。中国显著的战疫成
效，极大提振了广大华商的信心。他们相
信，携手战疫，中国经验启迪世界，中国担
当造福人类；他们相信，放眼未来，中国经

济韧性十足，中国市场机遇无限。
——科技。科技是人类战胜病毒的利

器。虽然世界尚未研制出防治新冠肺炎的特
效药和疫苗，但随着全球在科研攻关领域的
合作不断加强，人类战胜病毒只是时间问
题。相信科学，全人类一起守望见证奇迹的
时刻。

——先辈。爱拼敢闯是历代华商共同的
精神禀赋。华商在海外谋生创业，艰难困苦
一言难尽，酸甜苦辣百味咸尝。凭借不屈的
信念、坚韧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一代又一
代华商“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再出
发”，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生故
事。先辈之历史，我辈之财富。面对疫情，
新一代华商迎接挑战的信心更足，闯关夺隘
的能力更强。

春天已经到来，希望就在前方。我们相
信，经此一“疫”，未来，华商创新发展之
路将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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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口罩亏损5欧分”

“能不能转型生产口罩？”3月初，叶先平收到了意大
利佛罗伦萨省富切基奥市市长的紧急请求。

叶先平祖籍浙江青田，旅居意大利近 30年，目前担
任意大利西部六省一市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在他和其
他青田籍旅意侨领的推动下，青田县与富切基奥市于
2016年缔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富切基奥这座生活多年的

“第二故乡”，叶先平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这里经营着
自己的服装加工厂，质量过硬，交付及时，在当地小有
名气。

疫情当前，叶先平临危受命，他一口答应下来。“当
地医院、市政府等地口罩急缺。我没有时间考虑，必须
要转型。”他坚定地说。

说干就干，叶先平停掉了工厂的服装生产线，召集
工人组建起口罩生产线。医用外科口罩的原材料由当地
政府提供，叶先平的工厂负责代加工。

真正开工后，他才发现困难重重。
没有专业的口罩生产机器，工人们只能用服装缝纫

机生产，有时还得手工操作，效率不高。“一天只能生产
五六千个口罩。”叶先平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叶先平
正在和国内相关企业对接，希望尽快引进专业的口罩生
产机。

疫情期间，招工不容易。叶先平为工人们开出了高
工资，鼓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起初，加工口罩所得的
收入勉强能够支付工人的工资。很快，我就得自己往里
补贴，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能正常发出去。”

目前，叶先平的口罩生产线正在亏本运营。“一个口
罩大约需要我自己补贴5欧分。”

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遇到大难了，我们该付出
还是要付出。”叶先平说。

一段时间来，意大利疫情严重，被称为欧洲疫情的
“震中”。叶先平的口罩生产厂外，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
医院的救护车来装口罩，这让他揪心不已。“有时候刚刚
生产了一两千个口罩，就被紧急运走了。”叶先平说。

除了坚持生产口罩外，叶先平还积极参与当地侨界
组织的捐赠活动，筹集资金为当地医院购买口罩、防护
服、手套等防疫医疗物资。

“疫情期间，华侨华人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叶先平自豪地说，“一方面，侨胞们自觉遵守当地的疫情
防控要求，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创造出最大华人社区

‘零感染’的奇迹。另一方面，侨胞们捐款捐物，积极支
援当地抗击疫情。我的家乡青田也紧急驰援友好城市富
切基奥，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

最近，叶先平收到了不少意大利朋友发来的感谢信息
和视频，让他倍感亲切与温暖。“作为意大利华侨华人中的
一员，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他说。

“线上商务交流热度不减”

当地时间 3 月 26 日下午，巴中经贸交流中心总裁方
激在巴西圣保罗主持了一场特殊的发布会。

一台平板电脑，一张办公桌，方激对着镜头侃侃而
谈，就巴中战略合作发表主题演讲。同一时间，来自进
出口贸易公司、物流公司、电商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
上百家巴西企业的代表及巴西政府主管部门、媒体代表
共聚云端，开展商务交流。

这是由巴中经贸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制造网”巴
西线上发布会。“目前，巴西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在特殊
时期，我们积极配合并支持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远程办公。”方激说，“这场发布会改为远程视频的方
式，如期进行。”

线上会议，热度不减。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与会
代表们畅所欲言，围绕巴中经贸合作、中国制造 B2B 平
台的优势、巴西进出口市场发展、中巴贸易新机遇以及
如何利用大数据平台克服疫情危机等话题发表演讲。

“我们希望把中国领先的综合性第三方B2B电子商务
服务平台引入巴西，帮助巴西企业解决国际采购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保障采购安全。”方激说。

不少与会嘉宾赞叹，在全球疫情蔓延、企业发展面
临巨大挑战的关键时刻，这次活动如“一场及时雨”，给
低迷的市场带来了积极声音，进一步拓展了巴中经贸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

视频会议期间，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政府代表 Tak
向方激发出邀请，请她到该市推介中国制造 APP 平台。
坎皮纳斯是南美洲重要的科技制成品中心，坐落着上千
家国际企业。这让方激备受鼓舞。

“巴中经贸交流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在巴西发
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我们将协助和服务中国制造网
葡萄牙语平台的本地化建设，助推中国制造更好更快地
进入巴西市场，为优化和改善巴西营商环境创造双赢格
局。”方激说。

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复工
复产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复苏。在方激看来，2020
年中国必将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相信中国在科技创新上将有更大作为，
中国市场将更加国际化，中巴战略合作将进入历史新阶
段。”

最近，方激带领巴中经贸交流中心积极协助当地政
府在中国采购防护医疗物资。“中国政府和巴西华侨华人
大力支持巴西人民抗击疫情。危难之中，中巴友谊得到
了进一步深化。”方激感慨道。

“我们要做好巴中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方激
说，“2020年下半年，我们还策划了不少巴中企业间的交
流活动，将视疫情防控情况，以多种形式适时开展。”

“中国市场订单量不变”

近日，新西兰亿贝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思维完
成了一个跟进已久的大订单。他代表公司与新西兰唯
一国有食品公司、有着百余年发展历史的 Landcorp 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双方将联合为中国消费者
输送新西兰优质有机奶源。

这次合作结缘于 2019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进博会上，两家公司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
之后一直在谈协议的落实细节。”王思维说，“疫情发
生后，新西兰企业实地考察中国市场面临困难，我们
依托国内分公司，及时将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举措和
实际成果介绍给合作伙伴，增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
心。”

“中国市场订单量不变。”顺利签约后，王思维很
欣慰，“中国市场蕴藏的巨大机遇不会因疫情而改变。”

作为一家致力于向中国市场引进、推广新西兰品
牌食品的企业，亿贝通第一时间考虑到了疫情可能会
给生鲜类产品、物流运输和采购供应链带来的不利影
响。“我们取消了参与展会和开展商务访问的计划，迅
速优化全球供应链结构，同时针对具体的产品项目提

前布局应对。”王思维说，“疫情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
战，但新西兰和中国两地的公司密切配合，暂时还没
有出现严重的断货情况，基本保持正常运转。”

2020年1月，疫情发生之初，新西兰某商业协会开
展了一项市场调查，主题是新西兰企业对中国市场的
信心。结果显示，大部分新西兰企业对中国市场中长
期的良好预期没有改变。看到这个结果，王思维定下
心来。“新西兰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疫情不会从根
本上影响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持续投入。”他说。

“危中有机”是王思维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汇。疫情
期间，中国电商直播催生的零售新业态更加火爆，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王思维计划，在后期与新西
兰Landcorp公司的合作中，将结合其126个天然牧场的
资源，通过直播等手段，让中国消费者对产品源地有
直观的了解，从而能更安心地消费。“疫情让更多企业
转向线上销售，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新机遇。”

最近，中国各地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举措，进
一步提振消费者信心。这让一直关注中国市场的王思
维信心倍增。“随着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市场对新
西兰优质食品的需求量在不断上升，这个趋势不会因
疫情而停止。”在王思维看来，“疫情反而会让消费者
认识到保障健康、增强免疫力的重要性。相信更多人
会自觉选择健康的有机食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华人联手助力华商企业”

“今日美食推荐——塔斯马尼亚海鲜。现开启线
上团购，悉尼地区内均提供一份起送货上门服务”“今
日华企推荐——LJ 会计事务所。疫情期间，针对受重
创的企业和个人，联邦政府推出多种补贴方案，我们
将为您提供专业咨询服务”……近日，澳大利亚中国
北方六省联盟 （以下简称“六省联盟”） 的微信公众
号更新频繁，每天为不同类型的华商华企做免费推介。

六省联盟是由中国北方六个省的同乡会合并组成
的一个侨团组织，联盟主席由六个同乡会的会长担任。

“随着澳大利亚疫情扩散，防控要求逐渐严格，澳大利亚
不少华商朋友面临生存危机。”联盟秘书长李晓刚说。

为了帮助在澳华商渡过难关，“六省联盟助力华商”
活动开展起来。李晓刚承担起联络及信息统计工作。

“疫情发生后，许多华人餐厅和超市转型线上经
营，电话下单，送货上门。对这些在危机中转型的华
商朋友来说，当传统的运作模式被打破，他们最需要
稳定的线上客源。”李晓刚说，“起初，我们主要推介
联盟成员经营的餐厅和超市，将菜品或商品信息、订
购方式、联系电话等内容整理成微信推文，帮助他们

打打广告。”
推介信息满足了人们居家隔离期间的采购和订餐

需求，反响十分热烈。“逐渐地，更多联盟外的华商开
始联系我，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如会计师事务
所、国际货运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李晓刚说，“一
些房地产公司还推出线上‘云看房’，使人们足不出户
也能通过小视频等形式了解房产信息。”

据了解，该活动自 3 月中旬开展以来，已为约 80
家华商企业提供免费推介服务，服务对象企业也从悉
尼地区逐渐扩展至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地。

“工作之余，我随时查看微信和邮箱，及时统计好
求助信息。联盟内的一些年轻留学生主动参与进来，
帮忙编辑、排版图文。”李晓刚说。

面对繁琐的联络和统计工作，李晓刚笑言“没遇
到什么困难”。他还把自己的微信号和联系电话公布在
每一条推介链接后，方便更多华商能随时联系上他。
此外，每一条推介链接中，都有两句话——“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华人联手助力商企抗疫情，团结起
来提高群体抗疫力。”

“中国人本来就有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海外中华
儿女血浓于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常事。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快速蔓延，华侨华人更要携起手
来，一起渡过难关。”李晓刚说。

华商战疫路子新信心足
贾平凡

澳大利亚六省联盟秘书长李晓刚

意大利华商叶先平意大利华商叶先平 巴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总裁方激

新西兰华商王思维

图①：王思维 （右）
与新西兰 Landcorp 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图② ： 方 激 在 参 加
“中国制造网”巴西线上发
布会。

图③：澳大利亚中国
北方六省联盟发起的“助
力华商”活动海报。

图④：意大利当地医
院工作人员 （右） 来叶先
平的口罩加工厂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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